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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102 年度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2 年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30 

地    點：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樓 1908 會議室 

主 持 人：朱召集人敬一    記錄：陳素櫻 

出席者：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牟副召集人中原、陳執行秘書亮

全、葉委員天降、陳委員台琦、黃委員明耀(陳美珍代)、楊委員偉

甫(謝明昌代)、楊委員錦釧、卜委員君平、姚委員昭智、陳委員于

高、蔡委員克銓、于委員樹偉、徐委員明德、張委員峰義、許委員

須美、葉委員吉堂(冷家宇代)、劉委員佩玲、鄧委員子正、周委員

素卿、周委員碧瑟、張委員靜貞、許委員銘能、何委員全德、李委

員雪津、張委員韻詩。 

列席者：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謝龍生博士、張志新博士、于宜強博士、張

駿暉博士、李中生博士、鄧敏政博士、柯孝勳博士、吳秉儒博士、

李香潔博士、莊明仁博士、張子瑩博士、蘇文瑞博士、林聖琪助研

究員、張芝苓助研究員。 

壹、主席致詞 

貳、討論事項 

一、本屆專諮會「防減災策略與施政優先課題」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請各分組重新組織與聚焦目前所擬議題，於 6 月 10 日前交由幕僚小組

彙整(本屆政策建議書次議題總數須少於 10 項)。所提議題需與科技研

發相關，主題需具體明確、有感且具迫切性、不拘泥於大政策，毋須

涵蓋所有面向與災害類別，亦不侷限於現有的災害領域。 

（二） 請牟副召集人於 6 月底前召開分組召集人會議，確認各分組提交之議

題。如具共識，則交由各分組據以執行後續作業；若無共識，改以電

子郵件之方式將分組召集人會議相關資料寄送委員表達意見，彙整

後，簽請召集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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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臨時動議 

無 

肆、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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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內容紀要如下(依委員發言次序，含書面意見) 

一、 顏清連委員(書面意見，由陳台琦委員代為說明) 

整體而言，全民防災、向災害學習、重建與減災之結合等三項主議題具跨

組織、跨領域之共同性，其中尤以第三項特別重要。因此，贊同本屆委員會

的政策建議書以此三項主議題為核心進行研擬。以下為個人對各議題的淺見

與建議： 

(一) 主議題一：所提四項次議題都很好，不過因為對象是全民，政策建議應

包含建立適當的機制與方法來作成效檢測。例如：教育與推廣應對在校

學生及社會大眾定期作防災知識與技能抽樣檢測，以便了解其水準是否

有效提升。 

(二) 主議題二：所列四項子題內容雖不錯，但略嫌不夠聚焦。建議考慮重

組，以使能聚焦在資料蒐集、資訊產出、資訊應用等三個面向上；其中

資料產出必須經過資料分析、萃取的過程以產生有用的資訊，而資訊應

用則宜分成以專業人士、決策人士及社會大眾等不同對象。最後當然還

得迴歸到“資料中心＂的運作機制。 

(三) 主議題三：檢視歷年來每次重大災害之後的重建工作內涵，不難發現其

實很大部份係在“復建＂概念下，以恢復原狀為主軸於匆忙中去執行。

結果有不少出現同樣地點同樣的災害一再重演，顯然沒有達到重建的目

的。照理說，重建工作進行之前應該嚴謹地檢討災害的真正原因，然後

將之回饋到重建計畫中，以期下次再有同樣規模災變發生時可以達到減

輕災害的效果。基於這樣的“重建＂理念，建議將本議題所列七項次議

題重組成下列四項： 

3.1 建立重建計畫納入減災思維之機制與規範 

3.2 建立災害敏感區劃設與檢討調整機制 

3.3 推動高災害潛勢區重建計畫之預先規劃 

3.4 推動重建與減災結合之科技研發應用 

二、 劉佩玲委員 

補充三月所召開之分組召集人會議，當時之所以提出此三主議題，乃有感

過去以往每年開會，各組也許因當年發生之重大事件或個人過去經驗與專業

而提出意見，導致各組所提意見多元、無法集中火力，該建議恐無法真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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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給政府建議的效果。故上次開會決議，建議火力集中，聚焦一個主議題，

並藉此議題檢視各組過去未做好的事情，列出子題向災防會報提出建議。所

以，建議主要議題定為「向災害學習」，因為主議題三「重建與減災之結

合」，其實也是未向災害學習的結果，才會一直重蹈覆轍；至於議題一「全民

防災」也可以從向災害學習的過程來進行全民防災，故建議各組在此大議題

下進行發揮，從過去經驗檢視，看何處值得大家再投入心力研究與落實。 

三、 周碧瑟委員 

回應上次開會，檢視今天開會資料洋洋灑灑恐分散掉，其實上次決議聚焦

議題，再由各組檢視這塊能做什麼，如以今天所提資料，恐後續分組討論無

法提出具體意見。 

另外，跳開議題從實務面來看，以莫拉克颱風為例，當發生土石流災害

後，族人將車圍成攔水壩做為人牆，攔截被土石沖下來的老人家，並以其肉

身抱住，那是很感人的救災第一現場，可是當資源進去後族人就分裂了。同

樣的民間組織的進場到後來也是一團亂，那是再度的災害。現在雖然有在做

全民防災，但跟實務面落差大，哪怕只是 1.2.1 全面性有系統的災害防救教

材，這一點我也是一直在提，但單做這一點就需花費很大的力氣還嫌不足，

尚不到可以檢驗其成效的地步。 

四、 陳亮全執行秘書 

當時分組召集人會議之討論如劉委員所述，思索為何災害重覆發生，才有

「向災害學習」之議題發想。由於當時討論的議題很多，故於今日會議進行

研商與確認。如有共識，將試著合併與彙整，如：顏委員建議將主議題三之

次議題，由 7 項減為 4 項。另將檢視次議題，排除已執行推動之項目。 

五、 朱敬一召集人 

主議題一「全民防災」部分，如：推廣教育本來就可做，不需專家做；主

議題三所提多數亦為向災害學習，如：重建等等。如同意，建議主議題一拿

掉，主議題三部份如顏清連委員所建議，並將其整併至主議題二，這樣是否

符合大家想像？ 

六、 于樹偉委員 

(一) 「全民防災」不論次議題、子題，是否能以風險管理或風險面對或風險

管控為中心思想。 

(二) 議題二、次議題 2.3「建立重大災害獨立調查資訊整合」，不知是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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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事故，如：爆炸、毒性物質外洩？若是，相關資訊恐不易收

集，因渉及鉅額保險、罹難者保險、主管機關意願等問題，而此制度面

的問題，不知行政院災防辦有何方式克服；若不包括工安事故，則內容

又不盡完備。 

(三) 議題二頗具重要性，但主議題題目可再斟酌，以彰顯「學習性文化」、

「學習能力」的重要。 

(四) 本屆「防減災策略與施政優先課題」是否能以系統性、學習性…等，為

中心思想。 

七、 張靜貞委員 

建議題綱可朝向未來「防減災策略及施政優先」之擬定，從三個面向來統

整：(1)如何提昇全民防救災意識、(2)如何強化防救災能力建構(培力)、(3)如
何落實防救災治理。重點在於如何由過去經驗加上科技研發成果，找出最佳

學習標竿（Benchmark）及模式，供政策參考。 

八、 周素卿委員 

(一) 目前的討論題綱及議題未能明確區辨工作項目與目標，建議應先設立具

體目標。 

(二) 和張靜貞委員意見相符，建議分三大層面：(1)提升全民防減災意識、(2)
建立防減災的培力機制及調適能力、(3)推動整合性的防減災治理機制。 

(三) 此議題若要能提供政策擬定之參考，建議要能：(1)模擬整合型及複合性

災害情境之因應對策、(2)超越現行災害防護能力的因應對策。 

九、 許須美委員 

如將三個議題統整成「向災害學習」，並將之列為最大標題，個人認為不

恰當，因此標題會讓民眾認為政府被動，直到災害發生後才學習，建議另想

較具前瞻性的規劃。 

十、 鄧子正委員 

(一) 由於災害防救議題因對象與災害別的綜合交錯下導致既廣且雜，如政策

建議需集中幾個項目，我認為主議題二「向災害學習」，可從兩個方向

進行整合，其一為過去災害經驗，以災害學習的角色來看，來源可含：

過去經驗、國外重大災例或災害防救研究，一開始可以聚焦將對災害所

思考、看到、體會到的，將其重點延伸對應國內政策所需與強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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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主議題一「全民防災」、議題三「重建與減災之結合」，可使議題聚

焦。次議題部份，只要明訂需處理的政策面向與目標，細節留待撰寫時

再行切割即可。 

十一、 楊錦釧委員 

(一) 如何由目前議題之規劃衍生出本會之任務，即防減災科技研發之建議，

值得再進一步斟酌考量。 

(二) 另一個面向是經由本課題之規劃與建議，落實於防救災之成效，讓政府

之防救體系更為嚴密及有效率。 

(三) 依據過去各單位之成果，事實上很多事情都在做，主要是“整合＂較

缺，執行面上遭遇最大之問題應為“法令及制度＂，但資訊與教育皆為

其根本，因此建議議題不必過於口號化，較務實聚焦應為努力之面向。 

十二、 陳台琦委員 

(一) 所有子議題有不同的規模，其中「資料蒐集」應談的是國土監測這個區

塊牽涉到大規模的調查，如：坡地監測，不論在人力、設備都須投入前

瞻性的規劃。 

(二) 建議簡化項目。 

十三、 楊偉甫委員（書面意見） 

(一) 主議題一「全民防災」 

1． 本署目前推動防汛護水志工、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及企業聯合防災（7-
11、中油、台糖、工業區、出口加工區、Google 等）部分。 

2． 1.1 結合民間組織災害防救能量部分，建議增納民間自主防災（社

區、工業區等）。 

3． 1.2 教育與推廣部分，增納防災學習場域規劃。 

4． 1.3 資訊公開與分享 

(1) 本署已建置防災資訊服務網及行動水情 APP 等，將資訊即時公開。 

(2) 水情燈號發布：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公布之「臺灣地區供水情勢

（枯旱預警）通報」係參考中央氣象局最新氣象預測及依據各地降

雨與水庫蓄水情形等資料，綜合評估臺灣地區各供水區之最新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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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使民眾易於瞭解，用燈號來代表最新水情。藍燈代表水情正

常、綠燈代表水情稍緊、黃燈代表已實施第一階段限水措施、橙燈

代表已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紅燈代表已實施第三或四階段限水

措施。燈號發布頻率，原則以藍燈及綠燈為每月一次，黃燈、橙燈

及紅燈每旬（每 10 日）一次，必要時增加頻率。發布水情燈號之目

的主要在使社會大眾明確了解水資源供需情勢，以配合加強節約用

水。 

5． 1.4 風險溝通 

(1) 建議增列子項，建立災害與生命財產風險相關溝通平台，提升全民

防災意識及行動力。 

(2) 水資源風險相關溝通平台：旱災水資源調度首重風險溝通，目前實

務上運作機制係依各地區供水系統之特性劃定適當之水資源調度區

（全台共 18 個），由本署各區水資源局（並視水情嚴峻情況提升應

變層級）依程序邀集各供水用水單位，如氣象局、農田水利會、台

水公司、科學工業園區等管理局等，召開水源調度協調會議，並參

考未來氣象展望後，決定所需採取供水措施及採取節水策略及水情

燈號發布等事宜，使各單位瞭解水資源現況及可能風險，於平台會

議中討論決定。 

(二) 議題二「向災害學習」 

1． 本署已建立水利緊急應變經驗學習中心(wra.caece.net/llc/source/)，記

錄自 85 年賀伯颱風起之水災、旱災及重大水利事件資料，並於防災

資訊服務網公開。 

2． 2.4 建議修正為藉由重大災害經驗，定期檢討並回饋修正「災害防救

法及各目的相關防災法令」。 

(三) 議題三「重建與減災之結合」 

1． 3.1 部分，建議未來應先釐清「劃設環境敏感區」之範疇，如淹水潛

勢地區係用假設情境進行模擬，應不適合列入為宜（如附件）。 

2． 3.4 部分，建議未來應先釐清「高災害潛勢地區」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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